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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环球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青岛环球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关于对青岛环球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2021】第 243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我们已对问询函所提及的青岛环球服装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环球股份”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自查，现汇报如下： 

 

1、关于资产处置收益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度确认资产处置收益 23,634,860.00 元，2019 年度

确认 86,244,576.51 元。你公司 2019 年年报披露：“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和公

司签订搬迁补偿协议，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补偿金额共计 97,165,296.00 元，

扣减厂房土地后的净值计入资产处置收益”。  

请你公司说明 2020 年度和 2019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的形成原因及背景，结

合相关资产处置的过户情况、款项支付进展等，说明资产处置收益的计算过程、

确认依据、确认时点以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1、2019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情况 

因公司原有厂区所在地块被胶州市人民政府规划为商住用地，为实现公司收

益的最大化，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与青岛良港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港”）共同设立项目公司

—“青岛依水小镇置业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持股 20%），从事公司原有厂区

所在地块的商业开发。 

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与良港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就

温州路 1888 号地块进行合作开发，土地证合计占地面积为 61,548.47 平方米

(92.322 亩)，公司享有固定收益 12,001.86 万元（即 92.322 亩*130 万/亩）。根据

协议约定，良港向公司支付定金 1,000.00 万元并向公司支付 3,500.00 万元用于办

理不动产解抵押，截止 2018 年末环球共计收到良港 4,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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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胶州市人民政府引进“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

征用了公司与良港合作开发地块，导致双方合作项目无法按照协议进行，双方合

作暂停。 

2019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及子公司青岛世富源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

富源”）与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于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公司及世富源从

原有胶州市温州路 1888 号、环球工业园搬迁，搬迁补偿总额为 97,165,296.00 元

（其中环球股份 64,627,017.00 元，世富源 32,538,279.00 元）。 

公司及世富源的厂房及地上建筑物、土地等资产账面净值共计 10,892,642.00

元，将总拆迁补偿款 97,165,296.00 元减去资产净值 10,892,642.00 元后

86,272,654.00 元作为 2019 年度搬迁相关的资产处置收益。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厂房及建筑

物、土地净值 
拆迁补偿款 

2019 年度收到补

偿款 

2020 年度收到补

偿款 

计入 2019 年度资产

处置收益 

环球股份 8,455,058.13 64,627,017.00 32,300,000.00 32,327,017.00 56,171,958.87 

世富源 2,437,583.87 
32,538,279.00（含奖

励款 781,556.00元） 
16,651,556.00 15,886,723.00 30,100,695.13 

合计 10,892,642.00 97,165,296.00 48,951,556.00 48,213,740.00 86,272,654.00 

2019 年度报告资产处置收益 86,244,576.51 元，86,272,654.00 元系与搬迁相

关的资产处置收益，剩余 28,077.49 元系与处置固定资产相关的资产处置收益。 

公司依据与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书，将上述拆迁补偿

款扣除资产账面价值后的金额计入资产处置收益，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2、2020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情况 

因前期合作地块上已建设 21,806.51 平米厂房，2020 年良港收到政府补偿款

4,651.42 万元。经公司与良港再次协商，双方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签订补充协议，

良港同意将其从政府获得的补偿款 4,651.42 万元中的 2,363.49 万元支付给公司，

作为公司收益的一部分。鉴于 2018 年，良港已向公司支付 4,500.00 万元用作定

金和办理不动产解抵押，扣除 2,363.49 万元后，公司向良港返还剩余 2,136.51

万元。公司将上述从政府取得的补偿款 2,363.49 万元计入 2020 年度的资产处置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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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摘要 金额 说明 

环球和良港签订协议 120,018,600.00  

环球收到良港 45,000,000.00  

良港按照协议支付给环球 120,018,600.00-96,383,740.00=23,634,860.00 
96,383,740.00 为不包含奖励款的

政府拆迁补偿 

环球应退还给良港金额 21,365,140.00 45,000,000.00 扣除 23,634,860.00 

公司依据与良港 2020 年签订的补充协议，将与土地相关的固定收益 2,363.49

万元计入 2020 年度的资产处置收益，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2、关于职工薪酬  

年报显示，截至 2020 年末在职员工总人数为 325 人，较上年期末净减少 90 

人，主要为生产人员净减少 90 人所致。2020 年度应付职工薪酬贷方发生额为 

27,708,978.06 元，较上期 26,290,123.41 元的增幅为 5.40%，其中 2020 年度工资、

奖金、津贴和补贴发生额为 24,711,873.69 元，较上期 20,028,759.77 的增幅为 

23.38%。 

请你公司说明薪酬政策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薪酬与营业收入、利润是否存

在对应关系，员工人数与职工薪酬呈反向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薪酬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针对工作人员承担的角色不同，公司制定了符合员工角色的薪酬政策，具体

如下： 

生产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计件工资”构成，其中计件工资根据用工情况

适时调整；管理人员工资主要为“岗位工资”，在公司用工紧张情况时，公司根

据管理人员工作成果管理人员参与制作车间生产、管理工作，划分责任范围，根

据工作成果核定管理人员绩效。公司整个薪酬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一直沿用上

述政策核算工资。 

2、公司职工薪酬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关系 

2019-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职工薪酬情况如下： 



 
 

4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减幅 

营业收入 132,818,214.14 123,068,046.76 7.9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869,707.88 69,722,836.51 -75.80% 

应付职工薪酬 27,708,978.06 26,290,123.41 5.40% 

其中：工资、奖

金、津贴、补贴 
24,711,873.69 20,028,759.77 23.38% 

（1）公司职工薪酬与营业收入关系 

2019 年-2020 年，公司职工薪酬为分别为 26,290,123.41 元和 27,708,978.06

元，同比增长 5.40%；2019 年-2020 年实现收入分别为 123,068,046.76 元和

123,068,046.76 元，同比增长 7.92%，公司职工薪酬与营业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公司订单量增加，职工薪酬增加，营业收入相应增加。 

（2）公司职工薪酬与净利润关系 

2019 年-2020 年，公司职工薪酬为分别为 26,290,123.41 元和 27,708,978.06

元，同比增长 5.40%；2019 年-2020 年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9,722,836.51 元和 16,869,707.88 元，同比下降 75.80%，减少 52,853,128.63 元，

受资产处置收益减少和毛利率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职工薪酬与净利润不存在明

显的对应关系。 

2020 年，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原因主要系：①资产

处置收益减少是公司 2020 年净利润下滑重要原因。2020 年资产处置收益

23,634.860.00 元，较 2019 年资产处置收益 86,244,576.51 元，减少 62,609,716.51

元，同比下降 72.60%，资产处置收益大幅减少，导致 2020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大幅减少。②2020 年公司毛利率下滑，盈利能力下降。随着公司业务量

增加，公司外协需求增加， 2019 年外协加工单价为 13.84 元/件，2020 年外协加

工单价为 15.75 元/件，2020 年外协加工单价和加工费增加，同时，2020 年服装

行业竞争激烈，服装加工价格下降，同时原材料涨价以及运输费用在运营成本中

列支导致毛利率下降 5.93%。 ③2020 年疫情爆发，公司开始涉足口罩生产及销

售业务，经营该业务需要采购生产设备、改造生产车间与支付大额卫生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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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费、支付商务服务公司费用用于产品检测和产品注册以及管理人员绩效工资

增加等导致 2020 年管理费用相比 2019 年增加 4,344,086.78 元。 

2019 年-2020 年，公司职工薪酬为分别为 26,290,123.41 元和 27,708,978.06

元，同比增长 5.40%，原因主要系：生产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计件工资”构

成，其中计件工资是生产人员工资的重要构成部分。与 2019 年相比，除原有外

销客户外，2020 年新增中国铁路沈阳集团有限公司物资采购所和哈尔滨铁路局

物资采购供应管理所等订单，订单量增加，生产人员生产工时增加，计件总量增

加；同时，因原有生产人员退休和以及服装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强度

较大，生产人员离职人员增加以及新冠疫情导致招工困难，公司生产人员减少，

为提高生产人员工作积极性、保证按时交付订单，公司根据用工情况分时段提高

了平均计件工资；计件总量和平均计件工资增加，导致生产人员工资增加。因用

工紧张，公司管理人员投身一线车间生产、管理工作，划分责任范围，公司根据

管理人员工作成果，向管理人员发放绩效工资。生产人员工资和管理人员工资增

加，导致 2020 年职工薪酬增加。2020 年，公司职工薪酬与营业收入存在对应关

系，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相符，不存在多计职工薪酬、虚增成本等情形。 

（3）员工人数与职工薪酬呈反向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员工人数与职工薪酬呈反向变动情形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主要原因是：

原有生产人员退休和以及服装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强度较大，生产人

员离职人员增加以及新冠疫情导致招工困难，公司生产人员减少,为应对生产人

员减少局面、确保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公司及时增加外协加工采购量；同时，

公司提高生产人员平均计件工资，安排管理人员投身一线车间生产与管理工作，

向其发放绩效工资；生产人员工资和管理人员工资增加，导致 2020 年职工薪酬

增加，出现员工人数与职工薪酬呈反向变动情形。因此，2020 年，公司员工人

数与职工薪酬呈反向变动情形具有一定合理性。 

3、关于营业收入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2,818,214.14 元，较上期增加 

7.92%，其中内销产品占比 21.01%，外销产品占比 78.99%。 财务报表附注披露，

你公司非自主品牌服装的销售中内销部分公司在签订合同或协议且货物已经由

购货方签收时确认收入，外销部分公司主要采用 FOB 模式，该模式下公司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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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装船时确认收入。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主要客户前五名销售收入合计占

比为 89.19%，2019 年为 91.57%。 

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外销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区和各地区的营业收入 

占比等情况，说明疫情对你公司外销业务的影响； 

回复： 

2019 年与 2020 年，公司外销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销售地区 2020 年营业收入 占 营 业 收

入比例 

2019 年营业收入 占 营 业 收

入比例 

营业收入同比变化 

德国 77,968,828.26 58.70% 70,663,275.05 57.43% 10.34% 

美国 26,946,122.41 20.29% 38,843,862.44 31.56% -30.63% 

合计 104,914,950.67 78.99% 109,507,137.49 88.98% -4.19% 

上表所示，2019 年-2020 年，公司外销产品主要销往德国和美国地区，受疫

情影响，美国区域外销产品减少，2020 年，公司外销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4.19%。

受疫情影响，公司外销业务出现一定程度小幅下降。 

为降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不断加大国内客户开发力度，努力

降低公司对外销市场的依赖，提高公司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公司充分利用在生产

工装上的技术和生产优势，积极参加铁路系统工装招投标活动，先后中标国内客

户-沈阳铁路和哈尔滨铁路的工装，并与青岛酷特智能股份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

协议。 

（2）说明你公司出口贸易方式是否均为 FOB 模式，是否存在其他贸易方式及

对收入确认时点的影响，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收入确认时点是否发生变化；  

回复： 

我公司出口贸易方式均为 FOB 模式，不存在其他贸易方式，公司外销产品

在产品装船日期为确认收入时点，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收入确定时点未发生变化。 

（3）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销售模式等，对比以前年度的前五大客户销售金

额，说明报告期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9 年-2020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2020 年 前

五大客户 
销售金额 

年度销

售占比 

2019 年前五大

客户 
销售金额 

年度销

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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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TTO 

INTERNATI

NAL (HONG 

KONG) 

LIMITED 

77,968,828.26 58.70% 

OTTO 

INTERNATINAL 

(HONG KONG) 

LIMITED 

70,663,275.05 57.43% 

2 

Linmark 

Group 

Shanghai 

Office 

23,582,751.09 17.76% 
Linmark Group 

Shanghai Office 
26,283,197.49 21.36% 

3 

中国铁路沈

阳集团有限

公司物资采

购所 

8,714,251.21 6.56% 

LI&FUNG 

trading servioe 

(shanghai)CD.,L

TD 

8,611,314.28 7.00% 

4 

哈尔滨铁路

局物资采购

供应管理所 

4,674,303.00 3.52% 

纽威集团全球

采购上海办事

处  

3,558,633.23 2.89% 

5 

青岛酷特智

能股份有限

公司 

3,525,671.12 2.65% 
青岛酷特智能

股份有限公司 
3,552,851.28 2.89% 

合计  118,465,804.68 89.19%  112,669,271.33 91.57% 

由上，2019 年-2020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总额分别为 112,669,271.33

元和 118,465,804.68 元，销售占比分别为 91.57%和 89.19%，前五大客户集中度

较高。 

公司主要从事国内外品牌服装商的 OEM 业务，并辅以少量店铺零售、团体

职业装、MTM 量体定制等自有品牌服装的 OBM 业务，是一家具备设计、生产、

加工和销售服务体系的综合性服装制造企业。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在产品设计、

质量控制、成本、供货及时性等方面已获得 OTTO INTERNATINAL (HONG 

KONG) LIMITED 和 Linmark Group Shanghai Office 等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商的充

分认可，与其建立起长期稳固合作关系，其服装采购对公司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商服装加工需求大，订单数量大，导致客户集中度较高，外销

订单收入作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在内销方面，除辅以少量店铺零售 MTM 量体定制等自有品牌服装的 OBM 

业务外，公司重点开拓团体职业装业务，积极参加铁路、部队等领域组织的大型

职业装招投标活动，铁路、部队等领域服装订单采购需求大，导致内销方面出现

客户集中情形。 

公司所属行业为服装制造业，下游大型客户尤其大型外销客户对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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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及时性等方面要求高，供应商准入门槛较高。下游大型客户从维护自身品牌、

确保产品品质等角度出发，倾向于选择有稳定合作关系、生产工艺先进、经验丰

富的供应商。公司自成立时从事服装加工业，生产经验丰富，拥有多条先进生产

线，并与多家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商建立了长期稳固合作关系。 

因此，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4、关于存货跌价准备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19,797,542.93 元，计提跌价准

备 741,740.15 元；2019 年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27,859,745.88 元，计提跌价准备 

1,164,299.05 元。你公司目前主要以 OEM 的模式为国外品牌服务商提供委托生

产制造服务。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OEM 模式下的存货余额具体构成，并结合期末公司原材

料、库存商品及在产品的减值测试过程，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截止 2020 年末，存货余额为 19,797,542.93 元，其中原材料 3,628,551.3 元，

在产品 9,544,913.01 元，库存商品 6,624,078.62 元。 

截止 2020 年末，OEM 模式下的存货余额为 18,834,546.50 元，其中原材料

3,376,050.17 元，在产品 9,399,152.95 元，库存商品 6,059,343.38 元。 

公司主要从事国内外品牌服装商的 OEM 业务，并辅以少量店铺零售、团体

职业装、MTM 量体定制等自有品牌服装的 OBM 业务，是一家具备设计、生产、

加工和销售服务体系的综合性服装制造企业。故 OEM 模式下的存货余额占公司

存货余额比重大。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

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公司存货主要包含原材

料、在产品、库存商品。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区分存货的不同类别，

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测试，按存货的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提取或调整

存货跌价准备。 

对不同存货，公司确认期末可变现净值的方法不同：①对产成品和用于出售

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以该存货的预计售价减去预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②对需要经过加工的原材料存货，以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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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产成品的预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预计需要继续发生的成本费用、预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③对于需继续加工的存货成本，公

司按照预计完工成为产成品所需的制造费用和人工费用、以及预计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 

对于预计售价的确定，公司按照如下原则确定：已签订合同的，按照合同约

定的售价作为预计售价；尚未签订合同的存货，以期末同类产品市场价格作为预

计售价。 

库存商品减值过程：库存商品期末账面金额 6,624,078.62 元，因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估计销售价减去估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大于成本，故不存在跌价，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原材料减值过程：对于原材料中的一些库龄在较长存放过时的面料，根据以

往的经验、目前市场价值及预计产生的相应的销售费用进行合理估计，测算出其

可变现净值，可变性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跌价准备。截至 2020 年末，

公司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的金额为 741,740.15 元，其中 OEM 模式下原材料计提

跌价准备的金额为 693,300.90 元。 

在产品减值过程：在产品无库龄较长的存货，期末账面价值为 9,544,913.01

元，，因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估计销售价减去预计完工成为产成品

所需的制造费用和人工费用、以及预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大于成本，

故不存在跌价情况，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库存商品和在产成品未出现减值迹象，不存在跌

价，原材料按照上述减值过程计提跌价准备 741,740.15 元。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对

存货计提了充分的跌价准备。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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